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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會議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董事長致詞 

參、 家長會長致詞 

肆、 各處室業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會議 

 

壹、 主席報告 

一、本人在此呼籲,請全體教職員工以陸興團隊的生存為最大的整體利益！為人師表以身作則、

身為員工愛護學校、精進專業熟知課綱、遵守紀律謹言慎行、見人問好友善微笑、對工作要有

熱情。不要做傷害團隊的事、不要與行政對立。大家同在一條船上,唯有互相疼惜保護學校,才

能繼續走下去,共勉之。 

二、歡迎本學期新進同仁：吏凌葳(輔導)、許哲翎(音樂)、譚汶琳(體育)、陳璿雯(護理師) 

三、陸興人的自我期許:「愛整潔」、「守秩序」、「知孝悌」、「有禮貌」、「講程序」、「重方法」、「樂

合作」、「勤學習」,請導師在班上宣導,勉勵學生朗朗上口。 

四、本學期 9/21將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請全體教職員工一起努力。 

五、本校 106學年度經營媒體報導有成(如下)，本學期將持續追進。 

編號 報導時間 報導主題 媒體 

1 106/10/24 獲選珊瑚礁大使 台灣時報 

2 106/11/28 縣運成績亮眼,打破大會紀錄 台灣時報 

3 106/12/26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獲佳績 台灣時報 

4 107/01/03 包高中祈福活動 台灣時報 

5 107/01/11 小論文競賽表現優 台灣時報 

6 107/01/18 張皓多益滿級分 台灣時報 

7 107/02/01 藝術融入生活,彩繪校園 台灣時報 

8 107/02/08 校長發紅包賀年 台灣時報 

9 107/02/23 珊瑚礁大使赴夏威夷交流 台灣時報 

10 107/03/02 留縣直升學測成績佳 台灣時報 

11 107/03/14 陸興與加拿大簽直升約定 台灣時報 

12 107/03/16 陸興高中繁星放榜錄取率八成 台灣時報 

13 107/03/28 陸興高中與以色列交流分享文化 台灣時報 

14 107年 3月 不讓鬚眉女足隊 屏東青年第 294 期 

15 107/04/03 陸興高中學藝競賽成績公布 自由時報電子報、台灣時報 

16 107/04/11 陸興健走紓解學子壓力 台灣時報 

17 107/05/08--05/09 美聲天籟 8冠王 聯合電子報、自由時報、民論時報 

18 107/05/02、05/08 感恩五月情活動 中時電子報、自由時報 

19 107/05/15 孔廟健走祈福教育會考 台灣時報 

20 107年 5月 以色列文化交流 屏東青年第 296 期 

21 107/06/12 國中部會考成績大躍進 台灣時報 

22 107/06/22 國中部邱芸姿辦音樂會 台灣時報 

23 107年 6月 學藝競賽、安居樂 YA樂活陸興、溫馨住宿 屏東青年第 297 期(封面主題) 

24 107/07/11-07/12 直升高中部出國玩 5天 華視、民視、自由時報、台灣時報 

六、「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宣導,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官網 http://www.jbcr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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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教司資料 

附件 2 108學年度考試簡章摘要 

附件 3 入學方案相關 QA 

七、107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及特教校長會議業務報告宣導: 

 定期進行自我學校評鑑 

    現行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包含校務評鑑及專業群科評鑑二種主要類別，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

等學校每五年為一週期辦理1 次。查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1 條第1 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應定

期對教學、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我評鑑；其規定，由各校定之。」前開

條文，定自105 年6 月1 日施行。國教署業依上開規定，以103 年5 月22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30056283 號函請各校，定期進行自我評鑑，循校內程序訂定自我評鑑相關規定，為實質協助

各校自我精進發展，業於106 年11 月28 日新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辦理自我評鑑作業要點」導引相關輔導資源，並強化諮詢輔導機制，轉換評鑑督導考核之形象，

重新角色定位為各校的協力夥伴。爰此，配合教育部評鑑簡化暨行政減量措施之政策，至107 年

實施評鑑簡化之新制，鼓勵學校追求優質教育品質，並落實評鑑協助各校永續經營及辦學特色

發展之功能。 

 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研習及新課綱試行 

1. 107 年普通型、技術型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各學、群科中心所辦理之各項教師研習活動，請各

校鼓勵教師報名參加。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總綱業定自108 學年度起自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實施。為使學校穩健銜接實施新課綱，請各高級中等學校於

現行課程綱要規範架構下，將新課綱之「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等課程，納入107 學年度

之課程計畫書規劃並試行，提供學生跨班選修課程。 

3. 教育部刻正辦理「擴大前導學校規模」、「完善法令訂定、修訂及發布」、「強化素養導向

課程、教學與評量之專業支持」及「籌編課程及設備經費」等落實新課綱之配套措施，請各校

積極配合辦理。 

 英語文教育 

1. 為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能力，本署於 105 年2 月26 日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50020774B 號函，函送各校「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教學成效實施計畫」，鼓勵各校

積極辦理，各項提升英語文教學成就之活動。 

2. 本署針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學程之學

校，補助辦理「學生職場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及「英語文檢定輔導課程」，以增加

學生對英語文興趣並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與職場英語文應用能力。 

3. 為培育 E 世代英語人才溝通能力、團隊精神及國際視野，藉以提供校際間學生互相觀摩英

語學習成果之機會，本署與外交部合辦「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及促進學生對英

語文學習之興趣與重視。 

 科學教育 

1. 法國高等工程學院預備班甄選：為促進臺法學術交流與培育具國際視野人才，法國教育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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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起來臺甄選我國高級中學數理優秀應屆畢業生前往就讀高等工程學院預備班。法國高等

工程學院學制不同於法國一般大學學制，為一菁英體系。法國高等工程學院預備班(CPGE)，係

為培育優秀學生進入工程學院之預備學程，本計畫由我國教育部與法國教育部共同合作辦理，

2006至2017 年我國計有48 名學生獲選赴法就讀預備班，其中有31 名學生已考取法國高等工程

學院。 

(1) 2019 年甄選活動說明會之時程與地點如下： 

A. 北區：107 年8 月8 日（星期三）下午3 時，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B. 中區：107 年8 月6 日（星期一）上午11 時，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C. 南區：107 年8 月10 日（星期五）上午10 時，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2) 報名日期與地點：107 年9 月3 日（星期一）至107 年9 月5 日（星期三）上午8 時至12 時，

地點如各區說明會之學校。 

(3) 甄選考試日期與地點：107 年9 月30 日（星期日）上午8 時30 分至下午12 時30 分，地

點如各區說明會之學校。 

2. 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由本署發函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轉知其所屬學校積極辦理，

各申請案應於每年4 月30 日前送達本署委辦學校(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3 所師範大學輪流辦

理，107 學年度將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 

3. 補助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本計畫補助各大學校院及公立研究機構開設科學類科課程，招

收對象為對科學有興趣之學生，藉由大學豐沛的師資與資源及高中教師的參與，使課程之設計

與規劃更多元，更符合高中學生之學習，俾提升我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基礎科學能力。 

 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 

1. 由本部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各學科(含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資訊及地球科學)之選、培訓工作。 

2. 分初選、複選、選訓營及決選等4 個階段辦理，辦理時間依委辦學校公告時間為準。 

 普通型高中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 

初賽由各高中自行辦理，各校應於10 月上旬前辦理完畢，地點由各校自行決定，後續10 月上

旬複賽報名(初賽評選之優勝學生)、11 月上旬舉辦各區複賽(學生依學校所在地參加)，12 月

中旬舉辦全國決賽。 

 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中分區科學展覽會 

1. 參展作品於 3 月底前送達各分區承辦學校。 

2. 各承辦學校於 3 月底前提供評審委員名單，俾利後續審查工作。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歷庫相關業務之推動 

（1）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之建置，係為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

計畫」，以現行教育部國教署之學籍管理系統為基礎，蒐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之學習歷程資料

（包括學業表現及多元學習歷程資料），進行資料綜整分析統計，以掌握學生學力、追蹤課綱

實施成效，作為教育部相關教育政策研擬、資源配置運用之科學依據。相關統計分析結果將回

饋給各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各校掌握在校學生的學力狀態，作為課程教學改進之方向參考。 

（2） 各校應於106 學年度第2 學期成立校內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推動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並完成校內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補充規定之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 

（3） 各校應於107 學年完成校內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紀錄模組之系統建置。 

（4） 107 學年規劃由校內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紀錄模組之試行學校，協助測試非學業表現之上

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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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各校於每年4、5 月上傳該學年度第1 學期之學業表現歷程資料，每年11、12月上傳前

學年度第2 學期之學業表現歷程資料。 

 強化導師功能 

1. 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教師有擔任導師之義務，教育部101 年9 月5 日訂定「高級中等

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請各校應訂定相關導師擔任辦法，並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 「學生輔導法」第 14 條規定，學校應定期辦理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研習，

並納入年度輔導工作計畫實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年應接受輔導知能在職進修課程

至少3 小時。 

3.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辦理研習活動及補助

經費，以提升親職教育知能。 

 積極推動正向管教、品德教育、落實零體罰政策 

1. 依「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擬具品德教育方案或計畫，經審查通過後補助經費。教育

部「品德教育資源網」(http://ce.naer.edu.tw/)。 

2. 蒐整體罰或不當管教案例，於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中，進行討論。有關「教師違法處罰措

施參考表」，詳列於教育部105 年5 月20 日修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之附表一，請進行宣導。 

3. 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行為，學校應予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 

4. 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情節重大者，應依教師法第14 條及相關

規定處理。 

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

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

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非暫時

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身體

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貳、 董事長致詞 

參、 家長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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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各處室業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教務處 

主任 

1. 新學年度優質化計畫已通過，感謝各科老師的付出及用心。 

2. 新年度計畫推動將持續進行，請協助子計畫老師可開始著手規劃。 

3. 今年度教務處重點推行項目:小論文比賽、閱讀心得、機器人 mbot 比賽、新課綱多元選修試

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及課程諮詢手冊編撰。 

4. 9/21 校務評鑑所需教師教學檔案，若需增補可隨時至教務處增加。 

5. 本校目前新課綱規劃與說明。 

教學組 

1. 任課教師公、事、病假課務排調(代)規定如下： 

(1)公假由教學組統一排調(代)課。 

(2)當日事、病假由教學組統一排調(代)課。 

(3)其他事、病假請於呈假單前由請假老師自行商請調課老師同意，於假單簽名後送至教 學

組登記簽章。 

(4)當日因病假或臨時事假無法到校上課，除依規定向人事室報備之外，有課的老師也請務

必告知教學組(電話：7225837 #111)。 

2. 請避免私下調代課，如有調、代課必要，請務必事前會知教學組。 

3. 本學期教學研討會實施日程： 

(1)第一次：8/28。 

(2)第二次：10/29 -11/02。 

(3)第三次：1/07-1/11。 

 教學研討會議記錄請於規定時間內送交教學組。 

4. 本日教學研討會請各科推舉本學期召集人，並於會後將召集人名單送教學組登記。 

5. 為因應教育部課程計畫上網公告政策，請召集人交各科資料及教學研討會記錄同時，務必一

併繳交或 email電子檔到下列信箱：lushin1688@gmail.com 

6. 教師參加研習後，請務必將研習資料送教學組存檔；研習教師如需自存，也請先送教學組影

印後自存。 

7. 平日所發各項考試日程及進度表，請 1份由導師存留、另 1份請務必張貼班級公布。 

8. 段考試卷請統一使用網路公布格式，交卷時一律使用 A4規格紙張並 mail至教學組

(lushin1688@gmail.com)，其餘相關規定依段考前命題通知規定。 

9. 各次段考範圍請於至少考試前 2週通知學生，週考範圍請於至少考試前 1週通知學生，並請

各班導師督促將考程與範圍記載於聯絡簿。 

10. 各項由教務處舉行之考試，為免爭議，請統一於考前 10分鐘後領取考卷。 

11. 本學期作業抽查方式分為定期(2次)，並於期末舉行教學成果展、請各科老師確實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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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任課教師於鐘響後 5分鐘內進入教室；如因緊急事故臨時無法準時進教室上課，請務必知

會教學組。 

13. 各班在教室上課、考試期間前、後門不要上鎖，並請把窗帘拉開。 

14. 請導師及專兼任教師每日抽空至教務處資料櫃巡看資料。 

15. 教務處推行相關活動，請老師協助配合。例如：晨間閱讀、英聽、國文英文抽背。  

16. 各綜合教室借用、使用流程如下: 

(1) 預先在“專業教室借用登記簿”登記，先登記優先使用。 

(2) 上課前，在“專業教室使用登記簿”登記使用，領取鑰匙。 

(3) 攜帶”教室狀況登記簿”至任課教室登錄教室狀況。 

(4) 課程結束，請盡快歸還鑰匙，供下節課教師使用。 

17. (1) 107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全縣複賽名單如下表，報名截止日為 8/31，請導師協助收回同

意書，以利報名。 

競賽項目 姓名 指導老師 比賽地點 比賽日期 

國語演說 林仲淵 梁心怡 

鶴聲國民小學 107年 9月 29、30 日 

閩南語演說 陳冠融 梁心怡 

客語演說 廖羿涵 陳丁賢 

國語朗讀 潘崇豪 陳丁賢 

英語演說 林維綱 蘇丹卿 

國語字音字形 洪資堯 梁心怡 

中正國民小學 107年 9月 29日 

國語字音字形 林佩雯 陳丁賢 

閩南語字音字形 蔡翔宇 陳丁賢 

作文 陳奎宏 許績顯 

作文 范羽忻 許績顯 

寫字 徐郁翔 梁心怡 

英語作文 張皓 蘇丹卿 

英語作文 黃譯嫺 蘇丹卿 

(2) 語文競賽複賽日期為 9/29、30，演說與朗讀項目將於比賽前一週舉行校內預演，再請該

項指導老師協助準備。 

18. 教師日誌填寫注意事項如下: 

(1) 教師請親自簽名勿用簽章 

(2) 教學內容請說明章節及主題，勿僅填寫課本頁數 

(3) 欣賞影片請寫出片名 

(4) 定期繳回並核章 

19. 107學年度台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學生問卷調查已於 8/22開放上網填寫，請老師

多鼓勵學生上網作答，或利用電腦課讓學生完成問卷。以下為調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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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學生普查(8/22-10/31) https://ques.cher.ntnu.edu.tw/107grade10 

其餘相關訊息事項，隨時以公告及校內公佈欄通知。 

註冊組 

(一)補助款說明 

1. 國中導師，請協助確認班上學生是否具有特殊身分（原住民住宿生、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

礙學生與人士子女、軍公教遺族與傷殘榮軍子女），確實填寫特殊身分調查表及爾後發放之

申請書。 

2. 高中部一般學生補助金額 

 

 

 

3. 高一、二、三年級。請導師務必宣導，對查調結果有疑義者，需自行檢附 106 年度財稅調查

資料。 

4. 班導師請注意特殊身分學生的學雜費補助，一旦有誤差容易造成家長對學校誤解；希望導師

能了解各項的補助的內容，避免發生問題。 

5. 導師要確實掌握班級辦理補助的名單及資料收集，資料請導師要做第一步的篩檢，請老師多

多幫忙。 

6.依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退費規定： 

(1) 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2) 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3) 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4) 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升學相關說明 

1. 108 學年度各項考試報名及考試日期 

項目/日期 

/考試別 

高中英聽 

第一次考試 

高中英聽 

第二次考試 

學科能力測驗 指定科目考試 

簡章發售 107.08.03(五) 

報名 107.09.03(一)~ 

107.09.07(五) 

107.11.02(五)~ 

107.11.08(四) 

107.10.26(五)~ 

107.11.08(四) 

108.05.07(二)~ 

108.05.23(四) 

考試 107.10.20(六) 1 107.12.15(六) 108.01.25(五) ~ 

108.01.26(六) 

108.07.01(一)～ 

108.07.03(三) 

2. 國高三會有很多簡章或者報名的動作，請導師幫忙催學生應繳交的資料，了解學生報名的進

度與狀況，收齊後再一起繳交至註冊組。 

3. 建議高三導師可預收 2000 元的報名費(學測、英聽、簡章)，以加速各項作業。 

4. 高三各班導師請注意各班學生的畢業學分： 

高一、二、三年級 家戶年所得 148萬以上：5000元 

           148萬以下：2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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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三個學年都要及格)。 

(2)學科累計學分數達 160學分以上(必修:120、選修：40)。 

(3)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英聽測驗: 

第一次: 107/10/20、報名:9/3~9/7、校內作業:8/28~8/31。 

第二次:105/12/15、報名:11/2~11/08、校內作業:10/22~10/26。 

 108大學學力測驗：107/01/25~01/26、報名:10/26~11/08、校內作業:10/15~10/19。 

 (三)成績處理相關說明 

1. 高國中部成績請老師於段考結束後三天前自行進入系統輸入班級段考成績，逾期未輸入系統

將鎖定。 

(1) 10/18~10/23 繳交第一次段考成績 

(2) 11/30~12/5  繳交第二次段考成績 

(3) 1/19~1/23   繳交第三次段考成績 

(國中部：sfs.ptc.edu.tw；高中部：http://163.24.159.27/scoresch)。 

(四)轉學人數統計 

 

◎學務處 

主任 

1. 請導師於上班時間確實隨班督導，落實導師責任制，學生請假、外出、早 

 退等申請，請您務必與家長確認後再簽章。 

2. 107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預計於 107年 9月 1日上午舉行。 

(1)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議程時間表 

時     間    工作內容   主持人 

9：00--9：20 報到 李雪綺 

9：20--9：40 介紹與會人員 楊會長福金、倪校長孟君 

9：40--9：50 主席致詞 楊會長福金 

9：50--10：00 校長致詞 倪校長孟君 

10：00--10：10 106學年度家長會會

務報告 

謝主任惠萍 

10：00--10：30 提案討論 楊會長福金 

10：30--11：00 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

交流 

楊會長福金 

11：00—11：20 主席結論 楊會長福金 

11：20-- 散會  

11：20 召開第一次委員會  

3. 預定 9月 10日(週一)0750 時實施實施第一次防震預演，9月 17日(週一)0750 時實施實施第

二次防震預演，9月 21日(週一)0921時實施實施防震演練，請全體所有教員工(含兼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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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確實參加演練。 

4. 本學期起導師會報時間更改為每週二早上 7：30舉行。 

5. 學生上學時間及服儀規定如下： 

(1)上學時間：星期一、星期四 7：50前至校，星期二、三、五 7：20前至校。 

(2)服儀規定： 

※男生:制服長袖、長褲配領帶及西裝外套(冬天)或體服外套(夏天)，上衣要紮。 

制服短袖、長褲及體服外套，上衣要紮。 

※女生:制服長袖、長褲或裙子配領結及西裝外套(冬天)或體服外套(夏天)，上衣有腰身不用紮。 

       制服短袖、長褲或裙子及體服外套，上衣有腰身不用紮。 

※體服：長短袖、長短褲皆配體服外套。 

※鞋子：皮鞋--黑皮鞋黑鞋帶(配制服) 

        布鞋--灰色、黑色、深藍色、白色布鞋，鞋帶亦同。襪子黑或白色。(配體服) 

※班服：每週五各班可著班服配體育褲至校。(需全班統一) 

※體育課亦可上半身著班服或深色服裝，但當節下課必須馬上換回校內運動服。 

※書包：每天上學請使用學校書包。 

學務處附件表列如下： 

 

＊ 107-1 班級導師名單附件 4  

＊ 107-1 開學日(8/30)日程分配表附件 5  

＊ 107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名單附件 6  

＊ 107學年度申訴委員會名單附件 7 

＊ 107學年度手機申請書附件 8(煩請導師自行影印) 

＊ 107-1住宿生名單及住宿生生活須知附件 9 

＊ 106學年度學生違規遲到統計表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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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1. 106學年度學期簿本繳交情形。附件 11 

2. 9/25-28高國三舉辦畢業旅行，未參加之學生將到校自修。 

3. 10/08-09高國一二舉辦公民訓練，地點在旗山芭娜娜露營探索區。 

4. 班會紀錄本將在開學第一週發至各班，討論主題如附件 12 

5. 社團活動調查表將於開學第一週發至各班，請各班導師在 9/3放學前繳回訓育組，方便接續

工作。(※9/7是第一次社團，國中社團先) 

6. 教師節海報比賽將於 9/21 進行評分。 

7. 教室佈置比賽將於 9/21 評分。(請各班融入議題) 

    國一:節能減碳。                              高一:海洋教育。 

    國二:登革熱(202)、菸害(201)、反霸凌(203)。   高二:性別平等。 

8. 請導師們協助，若有要辦理就學貸款，請先至學務處訓育組，勿自行前往台灣銀行。 

生輔組 

1. 請任課老師落實上課點名工作，並於點名表上簽名以利學務處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學生未

到校聯絡紀錄表，請於第一節下課前完成記錄，導師簽名後風紀股長送回學務處。無故未到

學生必須聯絡其家長，明確告知責任。 

2. 導師應掌握學生在校生活，班上如有發現偏差行為仍無改善學生，應輔教請其學生填寫「事

件經過報告表」並通知家長，並由學務處加強輔導正向管教。 

3. 本學期服儀檢查重點事項： 

（一）服裝儀容檢查為開學後單數週之星期一集合全面檢 

（二）服儀不合格者，除扣班級當日秩序成績，若累計達三次者，另擇時實施愛校輔導(靜坐

與寫心得等)。 

（三）依國教署函文〝違反服儀規定之學生， 不得加以處罰，應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記錄、通知監護人協處、要求課餘時間可達成管

教目的之公共服務、書面反省及靜坐反省)〝。 

4. 要求學生鐘聲響後立即進入教室，並要求無論上下課時間禁止大聲喧鬧(叫)，若經勸導不聽

者，以學生獎懲規定論處(9條 8款-不遵守公共秩序)。 

5. 於 8月 31日第 6節辦理學生幹部訓練，敬請相關處室組長準備事宜。 

6. 請各班導師持續要求，嚴禁學生私自訂購外食、飲料，若要全班訂購經導師同意後請至學務

處登記，每學期限定兩次。 

7. 針對班級學生遇有符合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條件者，請通知生輔組辦理。 

8. 為瞭解學生生活動態研擬相關預防措施，生輔組於開學後將陸續調查同學上放學交通工具、

學生資料冊製作等資料，惠請各班導師協助（9月 3日中午前繳回生輔組）。 

9. 8/30至 9/7期間為友善校園(反黑.反毒.反霸凌)宣導週，各班可依前項三項主題(可擇其一)

製作〝創意海報〞，高中部與國中部各取前三名，第一名小功兩次、第二名小功乙次、第三名

嘉獎兩次。參加製作學生以 1至 3人為限。 

10. 8/30至 9/7期間為友善校園(反黑.反毒.反霸凌)宣導週，全校學生可依前項三項主題(可擇

其一、二或綜合)製作〝創意漫畫〞(A4紙) ，製作為個人(一人)非集體創作，各年級取前三

名，第一名小功兩次、第二名小功乙次、第三名嘉獎兩次，佳作三名嘉獎一次。 

11. 107-1交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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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蔣盈夷、陳科宇、巴雋儒、邱微淇、周伯賢、郭東妤、游高驊、林昕柔、林予恩 

  (2)402：陳羿潤、廖建亨、陳美如、郭譯鈞、許翔茗、陳彥睿、葉芝羚、張啟偉、邢秩傑 

  (3)501：蔡彥丞、魏宗恩、邵冠棨、徐仲尼、陳佩珊、趙釩宇、歐陽承旻、廖奕涵、 

          林佑瑛 

(4)502：馬芷若、陳萱、邱思寧、王薈晴、邱翔郁、傅冠嘉、唐世豪、廖奕揚、劉祐晨 

體育組 

1. 請各班愛惜使用體育器材，借用體育器材要到體育組填寫表格，如不當使用損壞，需照價賠

償。 

2. 足球隊訓練時間如下： 

(一)晨操時間日期(星期二、星期四)早上 6：00至 7：00，8：00準時進教室，下午為 3：00

至 5：30。 

(二)比賽前兩週下午訓練時間將提早至 2：00。 

3. 本校高男、女生足球代表隊參加 2018全國體育署盃 FUTSAL足球錦標賽： 

(一)比賽地點：嘉義吳鳳科技大學。 

(二)比賽日期：高男、女組 107年 8月 28日至 9月 2日，8/27日比賽提前到比賽場地，適

應場地及訓練（8/27日-9/2日共計 7天）。 

衛生組 

1. 8/13日(星期一)班級外掃區域已經更換，煩請各班導師於 8/30加強協助督促 

  各班打掃情形，也請各班將打掃用具定位擺放整齊。整潔評分將在第 9/3日第 

  二週開始評分。 

2. 8/30(星期四)開學之後環境打掃時間中午 12：10-12：25下午 16：00-16：15，上午請派同

學巡視外掃區域有無垃圾，打掃及用餐時間嚴禁打球，請導師協助督導。 

3. 為了學生安全起見及防登革熱，如各班級教室前走廊或教室前洗手台下角落如有發現地板有

積水現象請隨時用拖把拖乾。 

4. 全校各班垃圾分類宣導：需要回收之物品，請依黑色回收桶子上標示(鋁箔包、寶特瓶、塑膠

瓶、鐵鋁罐)俾利後續回收作業。 

  (1)一般垃圾(舉例:飲料手搖杯、塑膠餐盒、塑膠杯蓋)： 

     為了維護校園乾淨不髒亂，請各班用垃圾袋包好綁緊近距離丟棄至綠色的 

     垃圾子母車內。 

  (2)資源回收類：紙類(便當盒餐、紙類飲料罐、廢紙類廢棄物等)、鋁箔包、 

    寶特瓶、塑膠瓶(塑膠類瓶罐、乳製瓶罐)、鐵鋁罐：請各別分類好裝袋，俾 

    利後續節省資源回收分類時間。 

5. 登革熱、流感疫情持續延燒，希望及各班導師能特別注意及叮嚀班上學生在衛 

  生習慣及出入公共場所時要特別注意個人安全及身體狀況，。如有疑似病情發 

  生，經醫生診斷確定後，請老師協助通報學校(教官及體衛組)，以利於學校適 

  時通報。 

◎輔導室 

1. 106學年度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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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高中畢業生升學進度調查統計如下: 

 

 

 

 

 

 

 

 

 

 

 

 

 

(2) 上學期針對全校學生施測台灣人憂鬱症量表，並根據測驗分數(15分為壓力負荷臨界

點，29分以上為高危險群)，篩選高關懷學生(測驗分數 15分以上學生)，人數統計如下: 

2. 輔導相關知能研習，專任教師及特定性質優先指派之外，其餘導師依序輪派，懇請配合！並

將研習資料交回歸檔。並請於研習結束後將資料交回歸檔。 

3. 轉出學生須補填「輔導紀錄」，請導師協填並交回輔導室。 

4. 9/29(六)舉辦親師座談會，預計 9/10提供各班導師工作分配表與時程，期盼各班能展現自己

的特色與熱情。 

5. 開學第二周將發放高關懷學學生調查表至各班，以利後續輔導工作。 

6. 本學期將舉辦生命教育周、家庭教育周等活動，懇請老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7. 精選文章: 

 親職教育文章-「親師如何溝，才會通?」附件 13 

 性平教育文章-「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Q&A」附件 14 

 網路成癮知能文章-「洪蘭：脫離網路沉迷，從建立自信著手」附件 15 

◎總務處 

1. 107-1 註冊繳費單（第三聯學校聯）請各班導師於 8/30（四）全班收齊後，按照班級座號排

列繳至總務處出納組。 

2. 107-1第 1期校車（8/30～10/31）學生車票已於暑假期間完成購票，並已發給學生車票，若

未拿到車票請於開學當天 8/30至總務處查詢。搭乘校車必須持車票搭車，且於上車前準備車

票並主動拿給車掌驗票，凡未持票者立即登記，且應儘速辦理補票手續，當期車票僅限當期

使用，逾期無法搭車。上學請依時刻表提早 5 分鐘到車站搭車，放學亦在同一車站下車。請

導師協助班上學生辦理購買校車車票，並特別關心新生及轉學生，隨時瞭解學生搭乘校車情

況。 

3. 各班早上進教室時，請先將門、窗及電風扇打開，讓教室通風。於氣溫達到 28度以上再開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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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冷氣請設定 26～27 度，並搭配電風扇使用，避免教室內/外溫差大，以免有礙身體健康。

於打掃時間應關閉冷氣，避免塵土飛揚吸入冷氣，以免損壞冷氣設備，影響冷房效果。 

4. 為節約能源請最後離開辦公室、教室、廁所時，隨手關閉電源開關（包含電燈、電風扇、冷

氣），並請愛惜水資源，適度調節用水量。 

5. 空教室皆有上鎖，若有借用需登記，使用完後需先將教室整理乾淨，不得將物品及垃圾留在

空教室，門、窗務必上鎖，再將鑰匙歸還。未經師長同意，學生不得擅自進入空教室。 

◎人事室 

1. 全體專任教職同仁應按時參加週會、重大集會及各項會議，若無重大事由請儘量避免請假。 

2. 上班作息 

（1）導師：07:20上班、17:15下班。 

（2）專任教師、行政同仁：07:30上班、17:15下班。 

3. 全體專任教職同仁上、下班應確實打卡，若當天有部分時間請假，亦需於實際上、下班時間

打卡。若總務處關門無法打卡，請記錄於總務處門口之出勤臨時紀錄。 

4. 請假單：專任教師請假時，應先會簽教務處、學務處及人事室後再呈校長簽核。請假簽准後

請務必將第一聯交至人事室、第二聯交至教務處、第三聯導師交至學務處（專任及行政：第

三聯自存），始完成請假手續。 

5. 106學年度上班遲到、未確實打卡及紀錄情形如附件。附件 16 

6. 提案討論：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附件 17 

7. 選舉：107學年度「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選舉。 

8. 選舉：107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選舉。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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